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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

不要小看小人物報復的威力

據維基解密提供的希萊莉的電
郵，我們看到她在國務卿任內與
她的前總統先生創設的克林頓基
金之間存在著互動互利的關係。
特朗普攻擊她是"一手拿錢，一手
交貨"（payforplay）：外國政府捐
錢給克林頓基金，希萊莉安排他
們 受 到 白 宮 的 款 待 或 者 其 他 方
便 。 克 林 頓 基 金 拿 到 沙 特 阿 拉
伯，卡塔爾和摩洛哥等國幾千萬
美元的捐款，而希萊莉作了一些
利益輸送的工作。（推薦大家去
看Youtube上Assange(阿桑奇 )的訪
問，其內容頗具爆炸性）

2009年至2013年，希萊莉擔任
國務卿。在她任上，維基解密於
2010年 發 表 了 一 名 美 國 士 兵
ChelseaManning傳給它的大量美國
外交郵袋和美軍的直升機在阿富
汗濫殺無辜的視頻。身為維基解
密的創辦人和總編輯，澳洲籍的
阿桑奇乃成為希萊莉的眼中釘，
並為FBI的追捕人物，說他犯了間
諜 罪 。 他 乃 在 倫 敦 申 請 政 治 庇
護，在厄瓜多爾大使館內窩藏了
四年。如果他會因此而對希萊莉
鄙 視 和 痛 恨 ， 我 們 當 然 能 夠 了
解 。 所 以 ， 就 在 大 選 前 的 幾 週
內，維基解密爆料了幾萬份希萊
莉的電郵和民主黨的內部通訊文
件。文件顯示，希萊莉一手主導
了利比亞的政變，繼小布什之後
進一步造成當前的中東的悲慘局
面，以及她跟特別是阿拉伯國家
進行的"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勾
當。用阿桑奇的話說：

"其實，對希萊莉，作為一個
人，我很替她悲哀，因為我看到
的是一個活活被野心吞噬的人…
她是一個關係網的中心輪軸，好
多齒輪在不斷旋轉，像高盛等大
銀行，華爾街的主要部門，情報
單位，國務院和沙特阿拉伯等。
""她是這些不同的，相互聯繫的輪
軸之間的綜合者…加在一起大致
上就是美國的權力中心，也就是
我 們 通 常 說 的 建 制 或 華 盛 頓 共
識。"

我們知道，在她上任的第一天
她就為自己設立了一個網站，使
她的電郵中的絕大部分不經由國
務院的保密網站。她顯然認為，
自己在法律之上，所以可以這麼
做。這當然是非常傲慢的態度。
此外，在她老公卸下總統的職位
之後，他們夫婦倆通過出書和演
說等活動，大把大把撈錢。他老
公 的 基 金 成 為 超 過 十 億 元 的 金
庫。那雖然是一個慈善機構，可
是他個人也從中得到許多好處。
他們夫婦的私人資產據稱上億。
但是，希萊莉仍然非常貪得，就
在參選之前還去高盛演說，三次
各拿225，000元。後來還是別人

勸她，既然要選總統，別去了。大
選前，當維基解密把她數萬份的電
郵 和 她 在 高 盛 演 講 的 內 容 公 佈 之
後，加上FBI突然宣布要進一步調查
她的電郵，她選舉的火車頭就頓時
失去了動力。儘管她的助選團隊強
大無比，包括總統夫婦和演藝界的
火紅人物，她的財源毫無短缺（捐
款高達9億），她地面上的百萬助選
員遍布全國每個角落，可是她卻輸
了。所以，毫不誇張地說，阿桑奇
的報復剝奪了希萊莉最想要的政治
果實。這是大衛打敗了巨人。或許
我們應當為小人物的勝利而歡呼。

特朗普也不是好貨

據多方報導，這次大選的兩位候
選人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不受人民喜
愛的候選人。兩人的負面指數都在
60%左右。並且，從來也沒有候選人
像這兩位，都被指控裡通外國：希
萊莉與沙特阿拉伯有錢權交易，甚
至 明 明 知 道 沙 特 政 府 資 助 伊 斯 蘭
國，跟美國作對，還加倍售賣軍火
給沙特。特朗普呢？他非常奇怪地
跟普京惺惺相惜，並且鼓勵俄國去
黑希萊莉和民主黨的電郵。

特朗普說，因為他是明星人物，
所以他問也不必問，很多女士小姐
們肯讓他摸她們胸部和下體，以及
讓他強吻。在辯論時他說他只是說
說而已，並沒有真正動手，但是已
經有十多位被他摸過和吻過的女士
挺 身 而 出 ， 指 出 她 們 曾 經 被 他 性
侵，並且因為她們早先曾對親戚朋
友抱怨過，所以有人證。我們可以
肯定地說，他是性侵犯者。當然，
他還罵遍了所有少數民族，包括墨
西哥非法移民，伊斯蘭教徒，殘障
人士，肥胖的女性等等。

還有，身為億萬富翁，他利用法
律 漏 洞 ， 將 近 二 十 年 沒 有 交 所 得
稅。所以他的個人操守實在毫無可
取 之 處 。 可 是 今 年 ， 人 心 思 變 ，
84%希望改變現狀的選民不顧他的個
人缺陷而選擇了他的政策取向：美
國第一，振興美國的經濟，保護工
薪階級的就業機會，抵制移民，不
做世界警察等。儘管他誇誇其談，
缺乏實際政策內容，選民還是選擇
了他。

既然兩位總統候選人都這麼難以
令人滿意，那麼，我們要問：這是
不是代表美國民主的退化呢？如果
是的話，到底是什麼原因？什麼時
候開始？因為，如果你像我一樣，
在美國住了大半輩子的話，你就會
覺得，以前美國不是這個樣子的。
美式民主曾經是包括我在內的無數
中國知識份子所憧憬的理想制度。

民主體制的質變

如果按照民主的原始理論，特別
是最早的希臘式民主，它是一種讓
所有市民參與，從整體利益出發，

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利益出發，
討論執政者應當採行的政策，並據
此選出適當的執政者。如果我們重
溫美國建國之初的"聯邦之父"的文
獻和他們之間的辯論，也可以清楚
看到他們以公益為主的各種意見。
為了保障人民的權益，他們規定了
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人身保護等
基本權利，並且處心積慮地設計出
三權分立的制衡體制，預防當權者
濫用權力。這樣的基本架構曾經令
我們神往，令我們欽佩。可是，民
主是一種非常脆弱的制度，要想維
持這個制度不變形，非常困難，因
為人是自私的。當民主不再以農村
或小市鎮的會所裡大家能以平等地
位參與討論的形式出現的時候，當
這個制度要在一個人口眾多的現代
社會中實行的時候，公益的概念乃
受到嚴重侵蝕，利益集團和私利乃
取而代之。

利益集團是五花八門的，根據經
濟利益，宗教信仰，種族，職業，
教育水平，地域等，逐漸形成。政
黨就成為聚合利益集團的自然組
合，成為利益集團與政府之間的介
體，或輸送帶。美國是以兩黨作為
輸送帶，而歐洲絕大多數國家是以
多個政黨作為輸送帶。一般而言，
各種利益集團的互相競爭，制衡，
以及互相妥協，就整個政治體制而
言，也能獲得一種照顧到各方面利
益的政策後果。但是，當政黨的上
層精英與它們應當代表的利益集團
脫節的時候（今年的大選特別突出
這個現象：特朗普和桑德斯代表了
對當前政治精英不滿的近70%的選
民），或者當某些利益集團取得壓
倒性優勢而不肯與弱勢團體妥協的
時候（奧巴馬當選總統後，立刻撤
換了他競選時的經濟班底而任命了
花旗銀行為他開的名單上的經濟顧
問。他在任內沒有懲罰任何一位銀
行家，儘管五百萬戶老百姓的房子
被銀行拍賣），民主就變質了。

撤切爾夫人與里根的新保守主義

革命

在這方面我不妨介紹一本值得每
個人拿來一讀的好書，那就是台大
政治系教授朱雲漢去年出版的《高
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
組》。這本書從大歷史的角度討論
了當前世界的巨大變局，旁徵博
引，深入淺出，既談到美國民主制
度的劣質化，也談到中國的興起對
過去兩百多年來以西方為主導的國
際關係的衝擊，可謂難得一見的好
書。這裡我只能援引他書中的一部
分，那就是美國民主體制的劣質
化。以後有機會再介紹其他部分。

冷戰結束後，西方的自滿與傲慢
達到了歷史的新高，認為自由主義
和市場經濟是今後政治制度的唯一
選項，這就是大家熟知的福山先生
提出的所謂"歷史終結論"。但是，
西方的政經體制在所謂歷史終結的

◎水秉和

美國大選：民主的退化？自由主義的黃昏？
阿桑奇的報復剝奪了希萊莉最想要的政治果實

前十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八
零年代，西方經濟存在著嚴重的
滯漲問題，也就是經濟停滯不前
而通貨則膨脹不已。英國於1979年
選出鐵娘子撤切爾為首相，而美
國於1980年選出里根為總統，於
1981年1月上任。如果大家還記得
的話。撤切爾對應滯漲的辦法是
壓縮社會福利，打壓工會，將國
營企業私有化，裁減政府預算，
追求政府收支平衡，減稅和提高
利率。里根向她學習，一上台就
打壓工會，猛提利率，大幅度降
低 富 人 的 稅 率 ， 縮 減 政 府 員 額
等。無可否認，他們的政策短期
奏效，解決了滯漲問題，可是它
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患。朱雲漢指
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貧富的差
距迅速拉大，演變出當前的富豪
政治（plutocracy）。

在 政 策 發 生 根 本 性 改 變 的 時
候 ， 它 的 背 後 必 然 有 理 論 的 支
持。

在這兩位領導人的政策改變的
背後，有一個所謂新保守主義的
理論，或者稱之為新自由主義。
它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芝加哥大
學的經濟大師，諾貝爾獎金得住
米爾頓。這一派的基本理論就是
政府不管經濟，經濟就自然會繁
榮起來，亦即朱雲漢說的"政府無
用，市場萬能"。這一套理論不但
影響到美國，也成為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指導綱領，
曾經帶給拉丁美洲國家短期的繁
榮和長期的巨大災難。等到蘇聯
解體，計劃經濟破產之後，這一
套的理論(簡稱為華盛頓共識)乃籠
罩 全 世 界 。 在 全 球 化 的 普 及 之
下，跨國公司乃大行其道。跨國
公司追求低工資而向外輸出製造
業的行為使得美國的工薪階級不
但沒有得到全球化的好處，反而
陷入失業和減薪的困境。因此，
富者越富，社會中的其他階層則
要嘛原地踏步，要嘛貧窮化。

貧富差距的擴大很自然地帶來
了政治上的兩級分化。金錢大量
影響到政治。最形象的就是1994年
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金瑞奇不肯就
預算問題跟民主黨妥協，竟然關
閉政府。從此美國議會內兩黨嚴
重分裂，每件重大法案都因兩黨
互不相讓的僵持而無法通過。接
下來是克林頓於1999年為自己的政
治生命而向右派靠攏，廢除了經
濟大蕭條時議會通過的，限制銀
行 業 從 事 風 險 投 資 活 動 的 Glass-
Steagall法案。所以，民主劣質化
不是始於這次大選，而是始於經

濟政策的改變，貧富差距拉大，政
治失去平衡，巨大財富給予少數人
通過金錢影響政治決策的巨大能
力，特別是金融業左右政治走向的
能力。

政治失衡的後果之一就是自80年
代起，最高法院被共和黨任命的保
守派法官佔據了多數。2000年，小
布什成為歷史上唯一由最高法院選
出的總統，而，朱雲漢指出，最高
法院還通過了兩項影響深遠的決
定，一是2010年的"公民聯合對聯邦
選舉委員會"案，即"公司法人"被視
為自然人，擁有言論自由，因此准
予無限制地購買廣告，為候選人助
選，和2014年的"McCutcheon對聯邦
選舉委員會"案，讓有錢人無限制
的 向 候 選 人 或 政 治 行 動 委 員 會
（PAC）捐錢。從此帶來了金權控
制政權的時代。
特朗普吹起了了反自由主義的號角

這次大選，如果民主黨競選總部
沒有偏向希萊莉而打壓桑德斯的
話，桑德斯很可能成為下一屆總
統。這位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老先
生才應當是這場"政治革命"實至名
歸的領袖。非常可惜的是，現在這
個任務落到了特朗普的肩上。

由於自由主義是美國建國的根
本，是政治精英和輿論界精英牢不
可破的意識形態，所以直到選舉的
當天下午，希萊莉陣營仍然信心滿
滿，相信她會大勝。幾個電視台的
評論員們也都等待好消息的浮現。
（只有保守派的Fox 台的播音員們
面色凝重，因為他們也認為特朗普
輸定了）為什麼呢？因為按照正常
的政治運作方式，政客必須講政治
正確的話，而特朗普說的話極端地
政治不正確；美國擁有悠久的接受
新移民的傳統，而特朗普醜化和排
拒新移民，並且要把一千一百萬非
法移民趕出去；儘管美國仍然沒有
做到男女平等，但是在自由主義的
理念中，男性必須要尊重女性，可
是特朗普把女性當作玩物；新自由
主義在經濟領域的核心價值就是自
由貿易，而特朗普反對自由貿易，
要實行保護主義；自由主義的核心
政治價值就是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和
少數服從多數，而特朗普說，他未
必接受選舉結果—如果結果對他不
利的話。你說說看，怎麼可能？這
麼反自由主義的人物，怎麼可能在
自由主義的基地否定自由主義而贏
得選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
贏了。

所以說，我們很可能看到了自由
主義的黃昏。

　Among think tank analysts or common citizens, no one would reject the statement that if the U.S. and 

China could cooperate rather than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the world would be much better off. 
However, among the opinions on prognosis of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re are clearly two 
camps. The Hawks seem to target China as the archenemy of the U.S. and believe in eventual war 
resulting from their irresolvable conflicts. The Doves seem to wish a friendly rel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t have no clues why is their relation moving on a bumpy roller coaster yo-yoing from 
friendly gestures to hostility by their government's conducts and handling of current events. The two 
great nations seem to be preparing war. Yet it is obvious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ill lead to mutual benefits and better world and confrontation to mutual destruction and world disaster. 
Therefore, it is desirable to understand: Under what condition the U.S. and China can fully cooperate 
and resolve conflicts. Many in both camps have criticized the current US policies and mishaps, but offer 
little wisdom on how to reach the goal for mutu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Nations always have conflicts, but great powers have unavoidable competitions in many areas and 
more complex conflicts of interests. The U.S. and China naturally have a broad range of issues in their 
relations spanning across economy (commerc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national security (military,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dustrial relation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 sharing)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history, arts, communication, tourism, and social behavior). In this essay we 
venture to claim that solving the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CSR) issu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a sound US-China relation which will lead to mutual benefits and a better world.  
We discuss below why the CSR issue will dictate the US-China relation, what is the logic and reasons 
for this claim and how we may achieve the condition for better rel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CSR issue has never been treated as a Chinese domestic issue as it should be. Instead of leaving 
the CSR as China's internal problem, the U.S. considers the CSR issue her problem, elevating it as an 
international issue; thus, the US-China relation could not be maintained in a friendly manner. 
Presumably that the U.S. adopted such an approach with her national interests in mind, but that is a 
debatable point between the hawk and dove camps on China. What is clear though, two nations could 
not have a normal relationship if one nation does not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other nation. Take 
Canada and Mexico, the two US neighbors, as examples. If the U.S. did not respect Canada's 
sovereignty over Quebec and treated Quebec's historic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as her own problem 
and concern, would the U.S. and Canada have a nice and normal relationship? If the U.S. would send all 
the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S. back to Mexico to establish a separate sovereign entity there, would 
Mexico and the U.S. maintain a friendly relation? The answers are sure no. The CSR issue is similar to 
the above hypothetical US-Canada and US-Mexico issues; why should the U.S. let the CSR spoil h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at are the real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U.S. to interfere 
in the CSR issue?
　The CSR issue has been a thorny issue for at least 71 years ever since the ending of the WW II. The 
CSR issue is actually more than a century old from a modern Chinese history perspective. In fact, the 

CSR has been an ancient Chinese sovereignty issue for several centuries. Taiwan was part of the ancient 
China (since the 15th century or earlier) from the traditional sovereignty point of view (discovery, 
occupation by residents of traders, farmers and/or fisherman and evidences such as documents, maps and 
other physical artifacts). Howev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facts are not understood by the global citizens, 
including Americans. China's traditional sovereignty had been violated by the colonial invaders from the 
West (Dutch, British, Spanish, Portuguese, French, Germany, American, etc.)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China was also a victim to the imperial invaders, Russia and Japan. China was the chief victim in 
Asia among her neighbors, Okinawa,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Indonesia, Singapore, Indo-China and 
India. Taiwan unfortunately had a treacherous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ing captured by the Dutch and 
recovered (1621-1641, Portuguese landed in 1517 and called it Formosa) then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1895-1945) and returned to China in 1945 after Japan was defeated and surrendered in WW II. China 
started her revolution seeking to establish a republic state but never completed it (from toppling the Qing 
dynasty to forming a republic nation, in 1911). Japan's intervention with invasions (the first Sino-Japan 
War, 1894-5 through the second Sino-Japan War, 1937-45, included the horrible 1937 Nanking Massacre) 
had thwart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20th century resulting in a fractured China.
　Post WW II, China was divided and intervened again by her two war allies turned into post-war rivals, 
the U.S. (supporting the KMT) and the Soviet Union (supporting the CCP). The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fluenced China's un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reated the 
CSR problem existing up until today. Hindsight after the CCP embraced and abandoned the Soviet style 
communism and the KMT relinquished her authoritative governance to a two party democracy (KMT vs. 
DPP), the CSR should be a Chinese domestic issue rather than a legacy problem from the Cold War. The 
Cold War had ended in 1990.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each had gone through drastic experiences of 
successful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Now the mainland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Taiwan's economy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economy. So why 
should the CSR remain an American business at all, under her One China Policy established since 1979?
Note:  Please go to www.us-Chinaforum.org to see part II.
============================================================================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Abstract
　 Dr. Sun Yat-sen (11/12/1866-3/12/1925) and President Obama are alumni of the same high school in 
Hawaii. Obama has become the 44th President of the U.S. whereas Dr. Sun had devoted his entire lif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ing a unifier and loving person, he yielded his Presidency to another ambitious 
politicia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infant Republic nation to be fractured. He had to lead a second revolution 
when the warlords tried to revert the Republic back to an imperial nation. He did not live to see a united 
China but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doctrine live on. The successes of modern Chinese governments in 
improving their citizens' economic welfare are largely due to practicing of his political teaching. With 
further adaptation of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na is expected to rise peacefully and is able to guide the 
world to 'Global Harmony'.
Note: Please go to www.us-Chinaforum.org to see the full paper.

Condition for US China Cooperation Leading to Better World – Part I

From President Obama to Dr. Sun Yat Sen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Page 1

